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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庫

必須學習與理解的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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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-1 資料庫概念

資料表

資料庫中最重要的物件就是資料表（Table），資料庫由一個或一個上的資料表所

構成，每個資料表名稱在資料庫中都是唯一的，資料表中每一直行（Column）

稱之為欄位，每個欄位都有其資料型態（Data Type），由不同欄位所組成的橫列

（Row），稱之為記錄（Record）。

資料庫管理系統

1. 資料庫管理系統（DBMS）是為管理資料庫而設計的電腦軟體系統，一般具

有儲存、擷取、安全保障、備份等基礎功能。

2. 常見的 DBMS 有 MySQL、Microsoft Access、SQL Server、Oracle 等。

3. 幾乎所有的資料庫管理系統，都配備了一個開放式資料庫連接（ODBC）驅

動程式，令各個資料庫之間得以互相整合。

SQL簡介

1. 結構化查詢語言（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），是用於資料庫中的標準資

料查詢語言。

2. IBM 公司最早使用在其開發的資料庫系統中。

3. 1986 年 10 月，美國國家標準學會（ANSI）對 SQL 進行規範後，以此作為

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標準語言（ANSI X3. 135-1986），1987 年得到國

際標準組織的支援下成為國際標準。

4. 各種通行的資料庫系統都對 SQL 規範作了某些編改和擴充。所以，不同資

料庫系統之間的 SQL 不能完全相互通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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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QL四個部分

͆͆ 資料定義語言（DDL —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）

用來定義資料庫、資料表、檢視表、索引、預存程序、觸發程序、函數等資

料庫物件。常見的指令有：

CREATE 建立資料庫的物件

ALTER 變更資料庫的物件

DROP 刪除資料庫的物件

͆͆ 資料操縱語言（DML — 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）

用來處理資料表裡的資料，常見的指令有：

INSERT 新增資料到資料表中

UPDATE 更改資料表中的資料

DELETE 刪除資料表中的資料

͆͆ 資料查詢語言（DQL — Data Query Language）

用來查詢資料表裡的資料，指令只有一個：

SELECT 選取資料庫中的資料

͆͆ 資料控制語言（DCL — Data Control Language）

用來控制資料表、檢視表之存取權限，常見的指令有：

GRANT 賦予使用者使用權限

REVOKE 取消使用者的使用權限

COMMIT 完成交易作業

ROLLBACK 交易作業異常，將已變動的資料回復到交易開始的狀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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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-4 SQL重要指令語法

͆͆ Select 

SELECT "欄位 " FROM "表格名 "

͆͆ Distinct 

SELECT DISTIN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

͆͆ Where 

SELE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 

WHERE "condition" 

͆͆ And/Or 

SELE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 

WHERE "簡單條件 " 

{[AND|OR] "簡單條件 "}+ 

͆͆ In 

SELE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 

WHERE "欄位 " IN('值 1', '值 2', ...)

͆͆ Between 

SELE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 

WHERE "欄位 " BETWEEN '值 1' AND '值 2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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͆͆ Like 

SELE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 

WHERE "欄位 " LIKE {模式 }

͆͆ Order By 

SELECT "欄位 " 

FROM "表格名 " 

[WHERE "條件 "]

ORDER BY "欄位 " [ASC, DESC]

͆͆ Count 

SELECT COUNT("欄位 ")

FROM "表格名 "

͆͆ Group By 

SELECT "欄位 1", SUM("欄位 2")

FROM "表格名 " 

GROUP BY "欄位 1"

͆͆ Having 

SELECT "欄位 1", SUM("欄位 2")

FROM "表格名 " 

GROUP BY "欄位 1" 

HAVING(函數條件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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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-5 SQL指令範例

͆͆ 取得庫存表中前 1000 筆資料的編號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欄位值

SELECT TOP 1000 [編號 ]

,[品名 ]

,[單價 ]

,[數量 ]

,[金額 ]

  FROM [庫存表 ]

͆͆ 取得庫存表中所有資料的所有欄位值

SELECT *  FROM [庫存表 ]

͆͆ 取得庫存表中所有資料的編號、品名、單價欄位值

SELECT  [編號 ]

,[品名 ]

,[單價 ]

FROM [庫存表 ]

͆͆ 取得庫存表中前 2 筆資料的品名、單價、數量欄位值

SELECT TOP 2

[品名 ]

,[單價 ]

,[數量 ]

FROM [庫存表 ]

͆͆ 取得庫存表中前 1000 筆資料的品名欄位值，重覆資料不列出

SELECT DISTINCT TOP 1000 

[品名 ]

  FROM [庫存表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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͆͆ 取得庫存表中前 1000 筆資料的品名欄位值，重覆資料亦列出

SELECT  TOP 1000 

[品名 ]     

  FROM [庫存表 ]

͆͆ 取得庫存表中的所有記錄的品名欄位值，並把欄位標題名稱改為“產品名”

SELECT [品名 ] as 產品名 FROM [庫存表 ]

͆͆ 取得庫存表的編號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欄位值，條件是金額必須大於

1000

SELECT [編號 ]

,[品名 ]

,[單價 ]

,[數量 ]

,[金額 ]

FROM [庫存表 ]

WHERE [金額 ] > 1000

͆͆ 取得庫存表的編號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金額欄位值，條件必須是金額大於

1000 或者單價大於等於 40

SELECT [編號 ]

,[品名 ]

,[單價 ]

,[數量 ]

,[金額 ]

FROM [庫存表 ]

WHERE [金額 ] > 1000 or 單價 >=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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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）1. 哪一種語言使用資料定義語言（DDL）與資料操作語言（DML）？

(A) C++  (B)  Jave

(C) Passcal  (D)  SQL

（ ）2. 哪一種語言是特別針對查詢資料、修改資料與管理「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

統」中的資料庫所設計？

(A) C++  (B)  Jave

(C) SQL  (D)  Visual Basic

（ ）3. 您正在檢閱資料庫的設計。這項設計的一部分顯示於展示區，請注意，您

既可選擇設計的 Crow’s Foor Notation也可以選擇 Chen Notation版本。

（若要檢視 Crow’s Foor Notation，請按一下 [Crow’s Foor Notation] 連

結。若要檢視 Chen Notation，請按一下 [Chen Notation]連結）。哪一個

詞彙用來描述 Customer元件？

(A) 屬性（attribute）

(B) 實體

(C) 欄位

(D) 屬性（property）

（ ）4. 您正在檢閱資料庫的設計。這項設計的一部份顯示於展示區。請注意，您

既可選擇檢視設計的 Crow’s Foot Notation 也可選擇 Chen Notation 版

本。（若要檢視 Crow’s Foot Notation，請按一下 [Crow’s Foot Notation]

連結。若要檢視 Chen Notation，請按一下 [Chen Notation]連結）。哪一

個詞會用來描述 Customer與 Order之間的關係？

(A) 多對多

(B) 多維

(C) 一維

(D) 一對多

(E) 一對一

（ ）5. 您需要透過解析插入、更新與刪除列外狀況來確保資料庫的完整性。哪一

個詞彙用來描述關聯式資料庫設計中的此程序？

(A) 整合  (B)  隔離

(C) 正規化  (D)  解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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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-4 Visual Basic語法

Namespace

Imports Namespace

Data Types

Boolean,Byte,Char,DateTime,Decimal,Double,Int16,Int32,Int64,Integer,

Long, Object, Short,Single,String,IntPtr,UInteger,UintPtr

Variable Declaration

Dim | Public | Private <variable_name> As <type>

Type Declaration

Dim | Public <variable><suffix>

Suffixes

% -Integer. $ - String, @ - Decimal, & - Long, # - Double, ! - Single

Arrays

Dim <arrayname>(<MaxIndexVal>) As <type>

Dim <arrayname>(<LowerBound> To <UpperBound>) As <type>

Initialize Array

Dim <arrayname>() As <type> = {<value1>, <value2>, ... , <valueN>}

Change Size of Array

ReDim <arrayname>(<MaxIndexVal>)

Comments

'Comment text

'No multi-line comments at this tim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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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ML Comments

Press the ' (apostrophe) key thrice.

Line Continuation

strtext = "To break a long string across multiple lines, " & _

"end the string, add the line continuation character " & _

"and continue the string on the next line.”

Arithmetic Operators

+ (Addition), - (Subtraction), * (Multiplication), / 
(Division), % (Modulus)

String Concatenation

+, &

Relational Operators

< (Less Than), <= (Less Than or Equal To),> (Greater Than),>=

(Greater Than or Equal To),= (Equal To),<> (Not Equal To)

Logical Operators

OR, NOT, AND, AndAlso, OrElse, Xor

String Manipulation

.Substring(<start>,[<length>])

.Trim() <trims from beginning & end of string>

.TrimEnd([<char array>])

.TrimStart([char array])

.ToLower() <to lower case>

.ToUpper() <to upper case>

.Replace(<find>,<replace>)

.Equals(<expression>) <6 available overloads>

.Contains(<string>)

.Join(<seperator>,<value>,[<count>])

.Compare(<string1>,<string2>,[<ignore case>]) <7 overloads 
available>

.Copy(<string>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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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-5 Microsoft程式語言相關重要詞彙整理

͆͆ .NET Framework

一個不可或缺的 Windows 元件，可支援下一代的應用程式和 Web 服務的建

置、部署和執行。它提供一個高生產力、標準的多種程式語言環境來將現

有的投資和下一代的應用程式和服務加以整合，並有能力解決在以網際網

路為範圍的應用程式上進行部署和作業的挑戰。.NET Framework 是由三個

主要部分所組成：Common Language Runtime、一組階層式的統一類別庫

（Class Library），以及元件化的 ASP 版本（稱為 ASP.NET）。

͆͆ .NET Framework Class Library — .NET Framework類別庫 

.NET Framework SDK 所包括之類別、介面和實值型別（Value Type）的程

式庫。這個程式庫提供系統功能的存取，並設計來做為建置 .NET Framework

應用程式、元件和控制項的基礎。

͆͆ .NET Framework Data Provider — NET Framework資料提供者 

ADO.NET 的元件，可以提供對來自關聯式資料來源之資料的存取。.NET 

Framework 資料提供者所包含的類別包括：連接至資料來源的類別、在資

料來源上執行命令的類別，以及從資料來源傳回查詢結果的類別（在交易中

執行命令的能力也包括在內）。.NET Framework 資料提供者還包含：使用

來自資料來源的結果填入（Populate）DataSet 的類別，以及將 DataSet 中

的變更傳播回資料來源的類別。

͆͆ ActiveX Control — ActiveX控制項

包括像是核取方塊或按鈕的控制項，可為使用者提供選項，或是執行使工作

自動化的巨集或指令碼。您可以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

內撰寫控制項的巨集，或在 Microsoft Script Editor 內撰寫指令碼。

͆͆ ADO.NET 

包含在 .NET Framework 類別庫（Class Library）中的資料存取技術套件，

可以提供對關聯式資料及 XML 的存取。ADO.NET 包含了組成資料集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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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資料表、資料列、資料行、關聯等等）、.NET Framework 資料提供者以

及自訂型別定義（例如 SqlTypes for SQL Server）的類別。

͆͆ Application Service — 應用程式服務 

在 ASP.NET 中，一般應用程式工作的內建功能。ASP.NET 包含驗證用的應

用程式服務（ASP.NET 成員資格）、持續性個別使用者資訊（設定檔屬性）

和其他功能。

͆͆ Application State — 應用程式狀態

在 ASP.NET 中針對目前應用程式在伺服器上所建立，並由所有使用者共用

的變數存放區應用程式狀態一般是用來儲存用於所有使用者的資訊，例如，

整個應用程式的設定。

͆͆ ASP.NET 

Microsoft .NET Framework 中一套用來建置 Web 應用程式和 Web 服務的

技術。ASP.NET 網頁會在伺服器上執行，並產生要傳送到桌面或行動瀏覽

器的標記（例如 HTML、WML 或 XML）。ASP.NET 網頁使用編譯過的、

事件導向的程式設計模型，可以改善效能並將應用程式邏輯和使用者介面

加以分隔。使用 ASP.NET 所建立的 ASP.NET 網頁和 Web 服務檔案包含了

以 Visual Basic、C# 或任何 .NET 相容語言所編寫的伺服器端（而非用戶

端）邏輯。Web 應用程式和 Web 服務會利用 Common Language Runtime

的功能，例如型別安全（Type Safety）、繼承（Inheritance）、語言互通性

（Interoperability）、版本控制及整合式安全性。

͆͆ ASP.NET Application Services Database — ASP.NET應用程式服務資料庫 

在 ASP.NET 中，儲存數個 ASP.NET 應用程式服務之資料的資料庫，包括

成員資格、Web 組件個人化、角色和設定檔。資料庫可以是網站的 App_

Data 資料夾內的本機資料庫，或是 SQL Server 或其他資料庫（視網站設定

的方式而定）。

͆͆ ASP.NET Page — ASP.NET網頁

屬於 ASP.NET 應用程式的元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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͆͆ ASP.NET Server Control — ASP.NET伺服器控制項

可以封裝使用者介面和相關功能的伺服器端元件。直接或間接衍生自

System.Web.UI.Control 類別的 ASP.NET 伺服器控制項。ASP.NET 伺服器

控制項的超集包括 Web 伺服器控制項、HTML 伺服器控制項及 ASP.NET 

Mobile 控制項。ASP.NET 伺服器控制項的網頁語法會在控制項標記上包含

runat="server" 屬性（Attribute）。

͆͆ ASP.NET Web應用程式

可處理 HTTP 要求（Web 要求）並執行於 ASP.NET 最上層的應用程式。

ASP.NET Web 應用程式可以包含 ASP.NET 網頁、Web 服務、HTTP 處理常

式，以及 HTTP 模組。

͆͆ Assembly — 組件 

做為以個單位建立版本和經過部署的一個或多個檔案集合。組件就是 .NET 

Framework 應用程式最主要的建置組塊。所有 Managed 型別和資源都包含

在組件中，並會標示為只能在組件中存取或只能從其他組件的程式碼存取。

組件在安全性上也扮演重要角色。程式碼存取安全性系統使用組件的相關資

訊，決定組件中的程式碼被允許的權限集合。

͆͆ Assembly Manifest — 組件資訊清單 

對每個組件而言，其呈現為組件自我描述所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組件資訊清單

包含這個組件的中繼資料。資訊清單會建立組件識別（Identity）、指定組成

組件實作的檔案、指定組成組件的型別和資源、列舉對其他組件的編譯時間

相依性，並且指定組件正確執行所需的使用權限集。執行階段時會使用這個

清單中的資訊來解析參考、強制執行版本繫結原則，以及驗證載入組件的完

整性。組件自我描述的特性也可使零影響的安裝和 XCOPY 部署變得可行。

͆͆ Asynchronous Postback — 非同步回傳 

在 ASP.NET 中，將 Web 網頁資料（再加上 ViewState 和其他必要的中繼資

料）從瀏覽器傳送至伺服器的處理序，而不需要完全回傳，也不需要封鎖使

用者持續在網頁內進行工作。非同步回傳是 AJAX 技術的一項重要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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